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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将至，
大街小巷装扮一新

丹丹 阳阳 红红 了了
本报记者 小汤

城区城区：：广场道路花团锦簇广场道路花团锦簇

从云阳大桥路经
新市口，几排大红灯
笼十分显眼，细心的
市民还可以发现金色
灯柱的顶端都有一只
剪纸风格的小猪，它
们身上布满花纹，尾
巴俏皮地打着卷，在
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
守望着猪年的到来。
往南经过丹凤南路，
灯笼的款式越发繁
多，有三个一串的小
灯笼，也有复古的圆
柱形灯笼，还有描着
金线的大灯笼……远
远望去，绿树掩映之
间的红色灯笼延绵不
绝，整条街都焕发出
了别样的神采。万善
路部分路段两边的树

木也装饰一新。
小东门广场的节

日小品刚刚搭建完成
就引来许多市民拍照
围观，这是一个用硕
大的仿真花朵组合而
成 的“ 喜 庆 绢 花 花
篮”，上面有“欢度春
节”的字样，有点国庆
节时天安门广场上大
花篮的感觉，十分绚
烂夺目。正在让儿媳
妇帮自己合影留念的
市民张大爷很喜欢这
组小品，他告诉记者，
今天是到人民医院来
取一些平时要吃的药
物的，没想到与这个
刚刚出现的大花篮不
期而遇。“现在我们国
家发展好了，这个花

就是一个象征，就是
繁荣富强。以前春节
能吃顿大荤就很高兴
了，装饰也比较普通，
没有这些。”张大爷
说。

市民广场虽然没
有醒目的小品，但“灯
笼长阵”的规模是最
大的，从新民东路到
城河路沿线的树木上
全部挂满了，再加上
描绘着“中国梦”的大
灯笼、一排排灯柱上
的中国结和许多花卉
的烘托，这个丹阳人
逛街的必经之地已经
完全沉浸在过年的气
氛中了。

开发区开发区：：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因地制宜别出心裁

很多网友都发现迎
宾路部分路段的树木
穿上了金色的“新衣
服”。网友“路路 87”
说：“其它路上只是挂
灯笼而已，这边的树还
包得金灿灿的，更加亮
眼了，一下高速看着心
情真好。”此外，丹桂路、
凤凰路等路段的树木
也都被一串串可爱的
红灯笼装点了起来。
比起市区的车水马龙，
开发区道路两侧更加
空旷，高大的树木衬得

灯笼十分“迷你”，远远
望去像是树木结满了
果实。

现在的市政府附近
可以说是开发区“年
味”摄影地点的不二选
择，在这里，新春装饰
的款式尤其多。不仅
高大的树干上挂满了
装饰，就连较为低矮的
细软树枝间也有星星
点点的红色，走近一
看，原来是包裹着红布
的泡沫球，甚是巧妙。
法治文化广场的亮点

不仅在入口处的建筑
和树木上，更吸引人目
光的是广场中的几座
长亭，亭檐上挂着一个
个精致的仿古福字灯
笼，让你一秒“穿越”，给
这红红火火的气氛增
加了一丝悠远的古意。

丹阳城际站和丹阳
北站前的广场上也出
现了几组节日小品，相
信会为您的春运旅途
更添一分“年味”，坐火
车的时候不妨留意一
下。

鲜花摆好了鲜花摆好了，，灯笼挂上了灯笼挂上了，，新衣买完还有新鞋新衣买完还有新鞋，，冰箱也该塞塞冰箱也该塞塞
满满。。祝您在这火红的丹阳城里祝您在这火红的丹阳城里，，过个幸福团圆的春节过个幸福团圆的春节！！

春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网友发现丹阳的公共区域出现了很多十分喜庆的装饰品，火红的灯笼，灿烂的花朵，
在这凛冽的寒冬仿佛一簇簇小火苗，点燃了过节的气氛。本期丹阳网事，记者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瞧个热闹。

商家：气氛越浓生意越旺

走进我市主要的几
家商场和大型超市，充
满节日氛围的装饰随
处可见。服饰店、餐饮
店和KTV等十分注重
节日营销的商家自然
不会放过春节这个“黄
金档期”，装饰品、鲜花
等时令商品更是得借
这股东风。开发区一
位超市售货员接受采
访时表示卖得最好的
几款春节装饰已经快
断货了，“以前都是比
较便宜的福字和春联
比较畅销，现在的人喜

欢特别一点的，做得精
细一点的。”市区一家
花店的老板表达了类
似的观点：“年底是我
们花店的旺季，前几年
大型盆栽比较热销，现
在春节购买鲜花的人
越来越多了，今年最火
的是进口的北美冬青，
这种结满了红色果子
的品种人人都喜欢，虽

然价格比较贵但是销
路很好。”据了解，像北
美冬青这样一束动辄
三五百元的鲜花如今
在丹阳的春节市场上
并不罕见，但国产的平
价品种仍然是销量最
大的，人们根据自己的
能力购买装饰品，主要
是图个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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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骏 通
讯员 潘晨） 日前，市劳动监
察大队接到举报，反映开发区
某餐饮店使用童工。

根据举报提供的线索，市
劳动监察大队发现该餐饮店确
实曾使用一名未满16周岁的童
工徐某。对此，餐饮店负责人
解释称，徐某是由他人介绍进
入该店从事服务员工作，入职
时徐某表示自己已满 16周岁，
但未随身携带身份证件。随
后，餐饮店安排徐某先工作，
但要求其稍后一定将证件带至
店内登记。然而，在徐某工作
的 7天时间里，他一直为自己
未带证件找借口，该店也多次
提醒徐某要出示身份证件登
记，直到最后，徐某才说出自
己其实未满16周岁。餐饮店负
责人于是当场辞退徐某并结清
了徐某的工资。

市劳动监察大队通过徐某
户籍所在地劳动部门进行协
查，由当地派出所出具了徐某
的户籍证明，证实徐某出生日
期为 2005 年 2 月，未满 16 周

岁。同时市劳动监察大队对徐
某及其父亲进行了批评教育，
让徐某父亲带徐某返回老家保
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随后，市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国务院令第364号）规定，对
违法使用童工的餐饮店作出了
5000元的行政处罚。

对此，市劳动监察大队一
位负责人表示，使用童工的行
为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
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
人。”《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国
务院令第 364 号)第二条规定：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
者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第四条
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时，必须核查被招用人员的身
份证;对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
人，一律不得录用。用人单位
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核查材
料应当妥善保管。”国家对使

用童工行为一贯高度重视，并
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标准。《禁
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
第364号）第六条规定：“用人
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
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
处罚。”

劳动监察人员发现，大部
分使用童工案件都是由于企业
在招用人员时疏忽管理，未能
严格核查身份信息，导致误用
童工，进而被劳动部门进行处
罚。劳动部门提醒广大用人单
位，用工前一定要严格核查招
用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时登记
并妥善保管，坚决禁止使用未
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一餐饮店“误”用童工被罚5000元
执法部门：即使被“隐瞒”，用人单位也负有严格核查招用人员信息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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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近日，
不少微信群里的群友都转发了这
样一条信息：“实验小学的学生家
长李海波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徐
俊峰的身份证，10 多张卡，现金
1000元左右，动车票两张（徐俊峰，
徐海腾）。”但经过记者核实，该信
息为谣言，市民请勿轻信和转
发。

看到这个信息，记者立即拨打
了 信 息 中 的 两 个 号 码
13930709613 和 18233717777，其
中 139 开头的号码提示已停机，
182开头的号码则是空号，两个号
码显示归属地均为河北沧州。

虽然不少人转发这条信息，不
过，还是有人一眼看穿这是一条假
消息。“如果真是我市实验小学的
学生家长，为何留下的两个电话都
是外地的？”“不要转发了，这都多
久前的消息了？”“转发之前能稍微
辨识一下信息的真假吗？”一些群
友在信息下方留言道。

随后，记者在百度上搜索了
“实验小学学生家长捡到钱包”，发
现此条信息在去年7、8月时就疯传
过，已被多地警方证实为假消息。
而近日在我市朋友圈里转发的信
息中，仅仅只是加上了“李海波”三
个字，其他信息与网上的都一模一
样。并且，这两个号码已被百度手
机卫士标记为“疑似推销”“骚扰”
电话。

警方提醒，在转发此类求助
信息时，应该先核实一下信息的
真实性，不要看到所谓的“爱心”
或者“正能量”就盲目转发，更不
要随意拨打虚假信息里的电话号
码，以免善心被利用，掉入骗
局。

朋友圈频传“徐俊
峰丢钱包”
记者核实：此为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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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上午，我市150户困难家庭收到了新年祝福，利群时代
广场丹阳店向他们赠送了新年大礼包，礼包内含有生活日用品、
福字等。（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周玲 摄）

金鸡饭店
百年老店 镇江老字号

丹阳名店金鸡饭店：名厨打
理各式点心、蟹黄汤包、肴肉、蟹
黄肉圆、老味道熟菜、迎春礼包
礼盒！点心来料加工。电话：
18052856667。 广告

走走！！新年到新年到工行工行存款去存款去
丹阳支行丹阳支行

广告


